
●1月 1日，总额逾 100万元的中铝广西企
业帮扶基金正式启动。全年共为 17名困难职工
发放帮扶补助金 4.785万元，为 10名困难职工
借出款项 6.7万元，共有 27人受益。

●1月 4日、5日，新华社广西分社总编室
总编邓亚平、记者叶建平对分公司 GP320铝电

解槽技术成功输出印度的事迹进行了专访。
●1月 8日，新华通讯社在新华网广西频道

中的“政要言论”栏目中，以热点关注的形式，发
表了对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的专访。

●1月 11日，平果铝医院邀请广西医科大
健康中心主任阮绍玲为两公司领导干部、工程
技术人员作健康知识讲座。
●1月 23日晚，在工人文化宫举行的卡拉

OK大赛拉开了迎新春系列文体活动的序幕。
●1月 26日，平果铝业公司召开副科级以

上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反腐倡廉教育大会，103

人参加了会议。
●1月 26日晚，职工才艺表演大赛在工人

文化宫举行。
●1月 31日，广西分公司违反《员工职业道

德行为准则》的举报投诉邮箱挂在信息网新闻
消息栏上，便于员工投诉。
●1月，各二级单位工会委员会开展了换届

改选工作。
●2 月 8 日,在迎新春拔河比赛中，氧化铝

厂代表队夺得男子组桂冠，女子组离退休办夺
冠。

●2月 9日，平果铝业公司四届一次、广西
分公司二届一次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隆重
召开，近 1200人出席会议。这是 2002年企业改
制分离后，两公司首次联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。

●2月 12日，中铝广西企业召开党建思想
政治工作会议，公司党委与各单位签订了《党风
建设和反腐倡廉责任书》，对 6个厂务公开民主
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。

●2 月 14 日晚，中铝广西企业 2007 年“移
动杯”迎新春卡拉 OK、职工才艺 PK赛激情上
演。

●2月 15日，两公司领导慰问老红军、部分
困难职工，给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新春问候。

●2月 15日，平果铝业公司团委代表公司
向凤梧乡平果希望小学捐赠了两副篮球架。

●2月 15日晚，中铝广西企业举办了迎新
春游园晚会。
●2月 17日晚除夕之夜，两公司领导和有

关单位、部室领导组成三个慰问组，分赴生产一
线和后勤服务单位，慰问在岗职工。
●3月 3日，公司团委组织中铝广西企业两

公司 110余名青年职工开展了以“追寻雷锋足
迹，弘扬志愿精神”为主题的青年志愿者行动日
活动。
●3月 4日元宵节，中铝广西企业在工人文

化宫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社火表演。来自两公司
各单位的 12个代表队参加了表演。当晚举办了
元宵灯展，共展出 13盏花灯。

●3月 5日，公司纪委开始对领导干部和重
点岗位人员建立廉洁从业档案。

●3月 8日，平果铝医院与 8家主要药品供
应商签订了药品廉洁购销公约。
●3月 12日全国义务植树节，分公司机关

党委组织 115人前往矿山复垦区义务植树。
●3月 20日上午，公司纪委到分厂深入开

展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调研活动。
●3月 21日，由两公司文学好爱者组成的

民间团体“右江源文学社”成立。11月 28日，该
文学社到新安镇大龙村八秀屯对两名贫困学生
进行捐助。11月中旬，文学社会员、广西分公司
员工杨才强诗集《无尽的爱》、尹文胜诗集《如果
雨季再晚些来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。12月 7
日，该文学社召开第一次作品研讨会。
●3月 22日，中铝广西企业召开宣传思想

工作、政研论文征集总结表彰会，约 100人参加
会议。

●3月 24日，第十五届“建功杯”足球赛开
赛，4月 14日闭幕。经过 17场球赛比拼，热电厂
夺冠。

●3月 24日、25日，公司团委和百色市中

心血站联合举办无偿献血社会公益活动，184名
员工共捐献 55400毫升血液。

●3月 26日，碳素厂青海铝实习队对当地
小学开展助学活动，捐献了学习用品和 2000元
现金。

●3月，运输部开始开展流动明星班组活
动。

●4月 10日，公司工会召开中铝广西企业
女职工工作会议，成立了新一届平果铝工会女
职工委员会。

●4月 11日晚，为喜迎五一劳动节，庆祝新

一届女工委员会成立，中铝广西企业举办了“春
之夜”女职工时装表演大赛，共有 13支代表队
约 130人登台表演。矿山部夺取特等奖，中心试
验室、煤气厂、检修厂、生活服务公司荣获一等
奖。

●4月 25日，分公司特邀广西职业病防治
研究所葛宪民所长为相关岗位人员讲解了职业
病防治知识。

●4月 29日下午，中铝广西企业召开纪念
“五四”运动 88周年暨共青团 2006年度表彰大
会。

●从 4月份起，公司党委在两公司深入开
展了加强干部作风建议活动，并启动了廉洁文
化建设活动。

●5月 14日，平果铝业公司精神文明委员
会举行“精神文明新风奖”颁奖仪式,对矿山部在
3月 14日晚阻止了一起非法分子企图偷窃设备
柴油未遂事件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。

●5月 29日，中铝广西企业召开 2007年效
能监察工作会议。

●5月 30日下午，分公司慰问了平果铝第
一、第二幼儿园，并分别向两所幼儿园赠送“六

一”慰问金 1万元。
●5月 31日，公司党委在矿山部召开转变

干部作风调研会，各二级单位党政领导 50余人
参加了会议。

●5月 31日晚，庆“六一”文艺晚会在工人
文化宫隆重举行，孩子们送上了一场充满欢乐

的节日盛宴。
●5月，平果铝业公司向新安镇龙越村捐赠

电视机等电教设备一批。
●6月 4日，分公司对氧化铝厂循环水车间

田汉江进行表扬，并发放了“创建节约型班组有
功人员”奖金 100元。在公司的激励和广泛发动
下，员工们积极参与到节水降耗活动中来。

●6月 7日至 9日，平果铝业公司爱委会组
织工作人员对生活区、厂区及周边环境进行消

毒杀菌，防止“蓝耳病”病菌在平果铝基地传播。
●6月 15日，百色学院和平果铝宾馆举行

共建旅游教育教学实习基地揭牌仪式。
●6 月 18日，中铝广西企业党建 "双培 "

工作现场会在电解铝厂召开。
●6月 27日，中铝广西企业举办安全知识

趣味竞赛，氧化铝厂夺冠。
●6月 28日，中铝广西企业安全生产摄影、

漫画、书法展览在工人文化宫展厅举行，共展出
摄影作品 77幅，漫画作品 63幅，书法作品 21

幅。
●6月 29日，公司党委隆重召开建党 86周

年纪念大会。

●6月 30日至 9月 30日，公司党委组织开
展“创一流业绩，迎接十七大”征文活动，共收到

征文 47篇。12月 26日，公司党委召开表彰会，
对 35篇优秀作品进行表彰。

●从 6月份起，公司工会配合两公司行政
分别启动了职工疗养工作，全年共组织 230余

名优秀一线员工和劳模等赴北京、广州、厦门、
江西、港澳等地进行健康疗养。两公司行政共投

入资金 45万元。
●7月 3日，公司团委代表公司向凤梧乡平

果希望小学捐赠了音响和影碟机。
●7月上旬，公司纪委出台了党风建设谈话

制度。
●7月 21日、22日，名人桥牌邀请赛在平

果铝举行，碳素厂员工程玉堂、黄自汉摘得南北
组桂冠。

●7月 27日，公司工会将防暑保健食品送
到一线，并为职工量血压，慰问了在高温下工作

的一线职工。
●7月 31日，公司党委召开庆祝建军 80周

年会议，表彰了“十佳优秀复员军人”和国防征

文获奖作品。
●8月 3日，公司党委发出通知，对开展“加

强作风建设，促进廉洁从业”主题教育活动作出
安排。8月 6日，主题教育活动正式展开。

●8月 5日，公司团委向旧城镇教美村捐赠
一批体育设施。

●8月 23日下午，公司团委对生产一线的
团员青年及在岗员工进行慰问，并分发了《防暑

降温小贴士》。
●8月 25日、26日，中铝公司企业文化建

设培训班在广西企业开班，中铝各成员企业 23
个单位的 40名企业文化建设骨干参加了培训。

●从 8月 27日开始，武装部分 4批对分公
司 300多名新员工进行军事训练。

●8月 31日晚，中铝广西企业举办第十届
职工游泳比赛，共有 15支参赛队参加角逐。

●8月，公司工会邀请自治区专家为女职工

讲授健康知识。
●8月，平果铝业公司向新安镇龙越村捐赠

1.9万元，资助该村 5中贫困大学生。
●8月，在第三届广西“建行杯”银企羽毛球

邀请赛上，分公司羽毛球队获得第八名。
●8月和 11月，公司团委对两公司青年文

明号创建集体进行检查。
●9月 3日,“九三学社”平果铝基层委员会

召开纪念“九三学社”成立 61周年座谈会。
●9月 4日至 20日，分公司组织所有岗位

22个工种 2000多名职工体检。
●9 月 18 日至 22 日，公司工会组织健美

操、羽毛球、乒乓球三个项目参加了区总工会组
织的“全区职工迎奥运‘柳钢杯’广西职工体育
健身运动会”；9 月 21 日组织文艺节目参加了

“百色市第一届职工艺术节”。
●9月 20日至 10月 11日，公司党委、纪委

调研小组对 15个效能监察项目进行调研。
●9月 26日晚，中铝广西企业庆中秋、迎国

庆羽毛球、乒乓球表演赛在含笑羽毛球馆同时
举行。

●9月 28日，“漓江奥林苑杯”桂林市和中
铝广西企业职工的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作品联合展

出，共展出书法、美术作品各 40幅，摄影作品 60
幅。

●9 月 28 日晚，中铝广西企业“迎国庆”气
排球赛在工人文化宫拉开帷幕，两公司 17支队

伍 300多名职工踊跃参赛。
●9月 28日、29日，百色市中心血站在平

果铝业公司工人文化宫前开展了无偿献血活
动，159名职工家属献血 51450毫升。

●9月，公司团委书记卢登当选为中铝公司

团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。
●10月 9日，由“右江牌”铝锭制作的“地球

护卫艇”抵达平果铝，完成首次远航。这艘环保
护卫艇由“流浪画家、环保志士”杨林设计制造。

●从 10月 19日开始，公司党委和两公司

党委中心组、各二级党委（总支）广泛开展十七
大精神的学习活动。10月 25日，公司党委书记

刘永刚向公司党委委员、纪委委员、各二级单位
党委领导及政工干部宣讲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的

主要内容。11月，公司党委制定下发学习贯彻十
七大精神的文件，配发辅导读本等书籍，进一步

推进学习活动。12月 14日，中铝广西企业邀请
南宁市市委党校副教授李金庆作十七大精神专

题辅导讲座，200余名政工人员听了讲座。
●10月 21日晚，以公司员工为主要成员的

哈嘹乐队，登上了悉尼歌剧院音乐厅的舞台，将
原生态平果嘹歌带出了国门。

●10月是中铝广西企业的“技能月”，两公
司各单位广泛开展技术比武活动，191名选手参

加了 10个工种的比赛。
●11月 2日，平果铝业公司对工人文化宫

开展火灾事故应急演习，检验了在发生火灾的

紧急情况下，应急预案采取措施的有效性。
●11月 6日，中铝广西企业气排球比赛落

幕。运输部男队、氧化铝厂女队夺冠。
●11月 20日，中铝广西企业召开欢送新兵

座谈会，职工子女李松、麻模付、黄文海 3 人加
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●11月 27日，中铝广西企业组织人员参加
了“第二届‘中铝杯’职工篮球赛”。

●11月 28日至 30日，中铝广西企业举办
“中铝企业文化”宣贯骨干培训班。

●11月下旬，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《创新与
发展》栏目、《经理日报》、《中国企业报》、《中国

有色金属》杂志社、《南方国土资源》杂志社，纷
纷转载广西分公司总经理瞿向东的署名文章

《推行标准量化，整合多元化，打造企业管理品
牌》，介绍广西分公司标准量化管理工作所取得
的经验和做法，引起各界广泛关注。

●12月 13日，中铝广西企业召开 2007年
度职工技术比武暨青年文明号活动总结表彰

会。会议对技术比武产生的优胜个人和集体、优
秀团组织和 2007年度认定的 30 个青年文明号

集体、6个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。
●12月 18日，中铝公司 2007年度纪检监

察工作年会在平果铝召开，中铝公司 34家成员
单位的纪委书记、纪检干部参加了会议。

●12月 29日，中铝广西企业领导班子召开
2007年度民主生活会。

●12月，公司纪委到各单位开展 2007年度
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群众满意度测评。

●12月，公司团委拟定并下发《中铝广西企
业员工技能提升实施方案》，在两公司正式推行
员工技能提升计划。

●2007年，平果铝业公司积极参与社会主
义新农村建设，确定平果县新安镇龙越村为帮

扶单位后，多次组织向该村捐钱捐物，并于今年
9月捐资 30万元援建龙伏屯供水工程，工程于

10月 18日开工，由建安公司承建，12月 18日龙
伏屯供水工程完工，解决了该屯多年饮水难的

问题。
●2007年，中铝广西分公司共安排 100万

元扶持资金，资助周边村屯实施 11 个建设项
目。这些项目包括村路、学校设施、人饮工程、排

洪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
●新一届企业党委班子上任一年多来，大

力开展党建工作创新，提出了“1126641”党建工
作思路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长篇通讯《创建新模

式，开创新局面》七一期间在《中国有色金属报》
刊发后，引起强烈反响，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》杂
志、《南方国土资源》杂志、《传承》杂志、《经理日

报》相继予以转发，中铝办公厅《工作信息》也刊
发介绍了广西企业的党建工作经验，号召中铝

公司所属成员企业学习借鉴。中央党校党建教
研部把中铝广西企业确定为企业党建工作优秀

案例调研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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